
三等內政獎章得獎者事蹟 
呂 仁 雄 先生（91年） 
原任臺東縣政府地政局副局長 
得獎感言 
九十一年榮獲內政部頒發

三等內政獎章，服務公職四十六

年期間，秉持「守法、守信、守

時、守分」，「親民、便民、利民、

愛民」為原則，對工作盡心盡

力，加強為民服務，乃是服務公

職分內的事。今獲此殊榮，謹衷

心感謝長官推薦與肯定及夥伴

們共苦共榮的辛勞。 
具體事蹟 
一、於民國六十四、六十五年度內，各累積記大功二次，獲辦理專案考績。 
二、於民國五十九年起至八十二年間，排除萬難，傾力襄助空軍總部委辦軍事用

地取得作業，計遷移三個部落，三百餘戶居民；另協助其價購志航、豐年兩

機場及附屬工程與太麻里靶場用地六百餘公頃，計發放補償費三億餘元，另

促使省公路改道十公里，農路十五公里，取得用地六百餘公頃，均圓滿達成

任務並曾於七十一年五月間榮獲空軍總司令部及國防部表揚。 
三、於臺東縣政府地政科股長任內，承辦卑南信用利用組合土地之清理計二十六

公頃餘，解決懸宕四十多年之舊案，不僅釐正地籍，方便人民營業，同時改

善課稅作業，增加政府稅收，此外，為政府無償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面積四

公頃多（約一萬二千餘坪），節省公帑一億多元。 
四、於民國七十九年至八十一年臺東地政事務所主任任內，為配合推動為民服務

政策，率先規劃辦公空間，將座位置於櫃檯第一線，與同仁共處一辦公廳室，

以親近民眾，共同為便民工作而努力。獲臺灣省政府七十九、八十及八十一

年度業務督導考核評列為甲等、優等及甲等。 
五、於八十三年間，當選臺灣省政府八十三年度模範公務員。 
六、經前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核頒地政機關服務年資滿四十年現職人員獎。 
七、自民國四十五年三月一日起至本（九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屆齡退休止，畢生

服務臺東縣政府四十六年，從事地政業務長達三十四年，累積記大功二次、

記功七十八次、嘉獎一四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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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清 泉 先生（93年） 
原任臺北市政府地政處處長 
得獎感言 
自踏出校門後，有三分

之一世紀的歲月，均在地政

領域工作，唸的是地政，幹

的也是地政，一生以地政人

為榮，特別是剛離開公職，

就獲得這面地政人至高榮譽

的內政獎章，感到無比殊

榮。從事地政工作者，既是

開路先鋒，也是無名英雄，

為各項建設打下基礎，為政府稅收培養源頭，為民眾財產扮演守護，但是地政人

獲得的掌聲最少。這次獲獎的榮耀，願與我共事近三十四年的夥伴們一齊分享，

因為我只是這群地政人的代表而已。公職生涯中，前十一年從事工業區開發工

作，後二十三年，則地籍、地價、地權、地用均有參與，特別是高雄市十七年半

中，市地重劃、區段徵收著墨最深。雖已退休，但退休不是工作的結束，個人也

不會從地政舞台上消失。夥伴們！如有可效勞之處，志工在此，隨時召喚。地政

大家庭是溫馨的，也是合作無間的，相互力挺是共識，也是慣例，九二一災後，

這種精神更發揚的淋漓盡致。朋友們！攜手共創更輝煌的績效與信譽，讓地政部

門在政府機關中更顯得不可或缺。 
具體事蹟 
一、分別成立臺北市政府地政處登記損害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臺北市不動產糾

紛調處委員會及臺北市政府土地總登記名義人資料不全或不符申辦登記審

查委員會，解決臺北市所轄各地政事務所辦理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

害賠償事件、不動產產糾紛調處案件及早期土地總登記登記名義人資料不全

或不符之登記案件，平和解決臺北市之地籍、地權糾紛，捍護臺北市民之財

產。 
二、規劃臺北市之地理資訊系統，督導所屬完成「正射影像地籍圖」、「3D立體
建物圖」及「多目標地籍圖」等應用軟體，闢建更寬廣的 GIS圖籍應用與網
路服務，提高地政業務之施政績效。 

三、推動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成美橋段至南湖大橋段河道整治地區、南港

經貿園區、士林官邸附近地區等地區段徵收作業，促進大臺北地區土地之開

發利用並無償取得諸多公共設施用地，改善居民生活品質。 
四、督導所屬結合資訊技術開辦各項地政業務，包括實施網路申請土地鑑界複丈

及測量案件跨所收件、推動法院囑託限制登記及跨所申辦抵押權塗銷等簡易

登記案件等多項網路服務作業，讓臺北市民充分享受資訊科技所帶來的便

利，創造地政便民服務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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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瑞 清 先生（91年） 
原任內政部土地測量局副

局長 
得獎感言 
地籍測量係確定界

址、保障產權，具有司法功

能之保存證據程序，其測繪

結果必須非常謹慎、精密，

不能有絲毫差錯，有如人生

寫照，是一步一腳印的工

作，我從事這個工作二十餘

年，始終甘之如飴。 
地籍測量在歷任首長及先進的努力下，建立了一個溫馨而有活力的工作環

境，使測量事業蓬勃發展，期間有幸參與地籍測量興革措施，且受肯定，應感謝

測量同仁之支持、合作，今天榮獲三等內政獎章，這份榮譽應屬土地測量局全體

同仁的。現已退休離開工作崗位，但心仍關注地籍測量，期待明天會更好。 
具體事蹟 
一、推動數值法地籍圖重測，期間撰寫工作手冊、編輯教材，並於地籍測量訓練

班講授課程，諄諄不倦，培養地籍測量人才，使地籍測量邁向數值化及資訊

化，為地政業務開啟新里程，功績恢弘。 
二、推動地籍圖重測區採全面平差方式辦理控制測量工作，有效提高測量成果之

精度，對維護人民產權，提高政府公信力之建樹顯著。 
三、建立三級成果檢查、重點輔導等制度，提升地籍測量工作之成果品質，著有

功績。 
四、推動 GPS衛星定位測量應用於地籍測量工作，使地籍測量作業之效率提升，
並能提高成果資料之精準，深值肯定。 

五、編著「地籍測量」乙書，結合地政法令及測量實務，內容精闢，對各級地政

及測量界相關人員亟具參考價值，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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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正 雄 先生（92年） 
國防大學中正理工學院測

繪工程學系副教授 
得獎感言 

自中正理工學院測繪

工程學系畢業，即留任投身

國防測繪教育二十餘年，由

助教經歷至系主任，深受學

校長官提攜指導，系所師生

支持協助及測繪前輩鼓勵

關懷，乃得以持續成長，服

務奉獻，由衷感念。 
期間有幸參與各項地政業務之研習推展及測繪辭書之編審籌劃，端賴諸位先

進之無私奉獻，乃得著有成效，個人獲益尤甚。本次承蒙內政部長官厚愛及評選

委員肯定，賜予三等內政（地政）專業獎章，獲頒此項殊榮，誠不敢居功，實應

歸屬於全體參與測繪同仁之榮耀。今年欣逢「國防測繪教育一百週年紀念」，尤

感任重道遠，自當再接再勵，一秉服務初衷，貢獻地政測繪新猷。 
具體事蹟 
一、擔任內政部「國土資訊系統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分組」委員及「地理資訊應用

系統（行政區界管理）研習班」講座，另應考選部之聘擔任高普考測量類科

典試命題閱卷委員等，提供專業諮詢及知能，貢獻良多。 
二、協助規劃並執行內政部委託辦理之「地圖編印研習班」（七十八年至八十三

年）計十二期、「地名管理講習班」（八十三年）計二期、「衛星定位測量訓

練班」（八十四年）計三期、「方域行政研習班」（八十四年）一期及「地籍

測量人員訓練班」（八十八年至九十年）計二期，訓練落實，成效卓著。 
三、籌編地政研究發展叢書第一、二輯，供內政部及相關單位人員援引運用，內

容充實，著有功績。 
四、參與執行內政部輔導臺灣省各鄉（鎮、市）公所編印行政區域圖計畫，完成

屏東市等六十一個鄉（鎮、市）之行政區域圖，成果優良，深受肯定。 
五、應國立編譯館聘任為「測繪學辭典」編審委員會執行委員，籌劃執行編審事

宜，認真負責，歷時七年完成該辭典，對地政及測量相關機關團體極具參考

價值，功績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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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進 貴 先生（93年） 
臺灣大學環境資源系教授 
得獎感言 
這十年來，臺灣地圖

界有長足進步。隨著整個

社會活力的釋放，地圖出

版品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產品多樣化、品質大為提

升，而地圖教育及學術研

究也受到更多重視。很高

興自己有機會參與這個成

長過程，也見證了進步的

足跡。感謝王鑫教授的推薦，讓我有機會從地圖審查的生手學習起；王秋原教授

的引進，讓我有機會透過編寫教科書來推廣地圖教育；內政部主動積極研修法

規，雅納建言，提供地圖專業揮灑的空間。 
得獎，是種肯定也是勉勵，對我則更是意外。只是單純地試著扮演好專業角

色，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感謝之餘，希望未來也能繼續堅持下去。 
具體事蹟 
一、擔任「內政部地圖審查委員會」委員期間，參與近八十次會議，協助完成四

百餘幅地圖之審查工作，對於提升地圖出版品質有明顯貢獻。 
二、提供地圖審查法規及相關制度修訂之諸多寶貴意見，特別是協助內政部研訂

電子地圖審查規範，對地圖審查制度之革新與地圖產業升級，貢獻良多。 
三、擔任考試院「地圖學」主任典試委員、臺閩地區基層特考「製圖學」閱卷委

員及教育部公務人員留學考「地圖學」命題及閱卷委員，在測繪專業人才的

拔舉工作上有具體參與事蹟及貢獻。 
四、參與內政部國土測繪法之研訂，就地圖管理方面提供具體建言，使得地圖管

理法制作業更趨完備。 
五、積極投入地圖研究及教育推廣工作，相關研究著作達 20篇以上，並建有地
圖教育推廣網站，對於提升地圖專業及普及地圖知識有卓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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